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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龙湖葡醍海湾小区A14地块1

～28号楼各业主：
受烟台龙湖置业有限公司的

委托，我公司对牟平区滨海东路
653号14区龙湖葡醍海湾小区A14
地块1～28号楼的面积进行测绘，
现测绘数据采集、内业计算、分层
分户测绘已基本完成，现决定于
2019年12月1日至12月10日在龙湖
葡醍海湾售楼处(牟平区滨海东路
653号10-8号楼)公示栏进行测绘
成果公示。我公司恳望各位业主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于公示期
内认真核对各房产的现状、位置、
边长数据是否相符，核对无误后
请签字确认；若在公示期内未到
现场核实及签字，我公司将默认
该房业主认同本次测绘数据。对
确认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疑问，
请在公示期内及时反馈至我公
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535-4260901

烟台市中立房产测绘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30日

公 告
龙湖滟澜海岸小区C03地块1

～14、20～23、31～34号楼各业主：
受烟台龙湖置业有限公司的

委托，我公司对牟平区滨海东路
199号3区滟澜海岸小区C03地块1
～14、20～23、31～34号楼的面积
进行测绘，现测绘数据采集、内业
计算、分层分户测绘已基本完成，
现决定于2019年12月1日至12月10
日在龙湖滟澜海岸售楼处(牟平区
滨海东路199号98号楼)公示栏进
行测绘成果公示。我公司恳望各
位业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于
公示期内认真核对各房产的现
状、位置、边长数据是否相符，核
对无误后请签字确认；若在公示
期内未到现场核实及签字，我公
司将默认该房业主认同本次测绘
数据。对确认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和疑问，请在公示期内及时反馈
至我公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535-4260901

烟台市中立房产测绘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30日

施工通告
2019年12月1日至

2019年12月15日，烟台境

G15沈海高速栖霞北收

费站改造工程将封闭施

工。

工程施工期间，过

往车辆请按照施工标志

指示通行，注意安全！减

速慢行！道路施工给您

的出行带来不便，敬请

谅解。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

烟台市公安局高速

公路交通警察支队

公 告

山东翱策日用品销售有限

公司：

关于本公司欠缴社会保险

费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社保稽核行政处理决定书 (烟

莱人社稽理字[2019]第018号)，自

公告起60日内来烟台市莱山区

社会保险服务中心稽核科领取

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烟台市莱山区社会保险服

务中心

2019年11月27日

联系人：唐楠

联系地址：烟台市莱山区社会

保险服务中心

电话：6717815

邮编：264003

公告类型：行政决定书

本报烟台12月2日讯(记者
马杰 通讯员 郭磊) “快看，
外面下雪了！”12月2日一早，烟台
部分地区飘落了今冬第一场雪。
据市民反映，牟平区部分地方雪
势较大，地面形成积雪，而芝罘区
则是飘了几阵零星雪花，转瞬就
化了。那今冬的大雪到底什么时
候来？今冬是暖冬还是寒冬呢？1
日，烟台气象台发布了中长期天
气预报，对今冬天气趋势做出了
预测，这个冬天烟台平均气温较
往年略偏高，有点“暖”。

据烟台市气象台数据，刚刚
过去的11月，烟台全市平均降水
量56 . 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34 . 5毫米，较去年同期偏多39 . 4
毫米；全市平均气温8 . 5℃，较常
年同期偏高1 . 1℃，与去年同期持
平。2019年1到11月,全市平均累
计降水量409 . 8毫米，较常年同期
偏少197 . 6毫米，较去年同期偏少
217 . 1毫米。

根据现有的气象监测数据，
预计这个冬季( 2019年12月～
2020年2月)，烟台全市平均降水

量40～50毫米，较常年偏多1至2
成，平均气温0 . 0～1 . 0℃，较常年
略偏高。各月具体预报如下。

12月：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
20～25毫米，较常年偏多。月平均
气温2 . 0～3 . 0℃，较常年略偏高。

2020年1月：预计全市平均降
水量7～12毫米，接近常年。月平
均气温1 . 0～0 . 0℃，接近常年略
偏高。

2020年2月：预计全市平均降
水量10～15毫米，较常年略偏多。
月平均气温0 . 5～1 . 5℃，较常年

略偏高。
三个月份的预测平均温度都

较常年略偏高，看来今冬烟台市
民不用太担心挨冻了。

再看看12月上旬(1日-10日)
的天气状况。据烟台市气象台预
计，该阶段全烟台市平均降水量2
～5毫米，较常年偏少。旬平均气
温3 . 5～4 . 5℃，较常年偏高。本旬
有3次冷空气过程，出现在1到2
日，4到5日及7日前后。主要天气
过程如下：1～2日，多云间阴，局
部有雨夹雪；西到西北风，海面6

～7级阵风8级。4～5日，多云间
阴；偏西风转东北风，海面6～7
级。7日前后，多云，南风转北风，
海面6～7级阵风8级。旬末，多云
到阴，局部有小雨。

12月上旬的前期和中期，冷
空气比较频繁，大风天气较多，广
大市民要注意防风保暖。旬后期
南风为主，气温明显上升。预计本
旬(12月1日-10日)无明显大范围
降水天气过程，看来最近十天，大
雪暂时缺货，市民们想看大雪纷
飞还得等一等了。

烟台飘落首场雪，大雪暂缺货
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测，今冬烟台平均气温较往年略偏高，12月上旬冷空气比较频繁

毓璜顶医院攻克“心肺血管系统的癌症”禁区
成功开展经皮腔内肺动脉成形术

本报烟台12月2日讯 (记者
孙淑玉) 近日，记者从烟台毓璜
顶医院获悉，心内科在科室副主
任李留东的带领下，成功开展慢
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经皮腔
内肺动脉成形术。慢性血栓栓塞
性肺动脉高压过去一直缺乏有效
的治疗方法，如果不治疗，患者5年
生存率仅为21%。经皮腔内肺动脉
成形术是一种全新的治疗方法，
国内开展这项技术的医院不多，
毓璜顶医院的成功开展，是全省
第二家也是仅有的两家拥有此项
技术的医院，这将给胶东地区肺
动脉高压患者带来福音。

11月16日，家住莱山区，79岁
的患者孙大爷因反复出现胸闷气
短，来到烟台毓璜顶医院进行检
查。入院时，孙大爷被初步诊断为
心衰收治于心内科，在入院进行
心脏常规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
肺动脉压高达100mmHg，而普通

人的正常指标要低于25mmHg，这
是典型的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
高压。经检查，孙大爷患的是慢性
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也就是
说，他肺部血管有血栓形成，影响
了肺部气体的交换。

今年5月，李留东主任医师与
宋年朋医师一起参加国内最顶尖
的心脏病会议——— 长城国际心脏
病会议时，接触并探索了肺动脉
高压的诊治现状和经皮腔内肺动
脉成形术。该技术采用局部麻醉，
经皮穿刺的介入手法，通过球囊
扩张技术，可显著改善患者肺血
管阻力和肺动脉压力，大大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寿命。

11月28日，李留东主任医师团
队，认真评估，进行了充分讨论，
顺利为患者开展手术。目前患者
已经回归普通病房处于康复期准
备出院。

李留东表示，今年11月1日，在

济南召开的2019山东省心血管病
学学术会议上，毓璜顶医院院长
杨军教授作为心肺血管组组长，
做了《肺动脉高压的诊疗进展》的
学术报告，医院层面也大力支持
该类疾病治疗手段的攻克。此次
肺动脉高压经皮腔内肺动脉成形
术的开展，也是将毓璜顶医院的
服务能力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充
分发挥了技术引领和辐射带动作
用。

“随着肺动脉高压经皮腔内
肺动脉成形术的开展，更是将患
者5年生存率直接从2 1%提升到
95%以上。随着国家对罕见病的重
视程度不断提升，肺动脉高压药
物纳入国家医保的步伐加快。毓
璜顶医院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已
经申请这类药物，下一步，将有更
多的肺动脉高压患者能享受到这
种福利。”烟台毓璜顶医院副主任
医师荆艳艳说。

工商银行烟台分行成功举办
50+员工“动能续航”培训班

为深入落实总省行关爱员
工工作要求，有效激发中青年
员工工作激情，2019年11月6-7
日，工商银行烟台分行举办为
期两天的50+员工“动能续航”
培训班，以此推动50岁以上员
工“动能续航”，提升员工归属
感、幸福感、自豪感。该培训班
采用室内授课与户外拓展相结
合的教学方式，61名参训学员
纷纷表示期待多次参与该类培
训，本次学习收获颇丰。

一是提高认识、把握形势，
明确培训班的重要意义。开展
50+员工“动能续航”培训班，是
该行结合主题教育强化员工责
任使命感、坚持群众路线，关爱
员工、促进全行可持续发展的
具体体现。全体学员带着思考
去学习，带着理论去研讨，带着
实践去收获。本次培训班邀请
到多位精英师资针对情绪管
理、养生保健、心理疏导等方面
进行讲解，并设置了拓展活动，
促进全体学员交流心得，团结
协作，将学习的成果体现到后

续生活和工作中。
二是提振精神、严格要求，

切实提高培训的实际效果。全
体学员集中精力、全情投入，确
保听好学好；严肃纪律，深刻领
会，确保培训质量；学以致用、
团结协作，确保学有所得。贴近
生活、贴近实际的授课内容，营
造了员工间和谐的人际关系，
形成了凝心聚力、奋发向上的
良好氛围。

三是提炼感悟、压实责
任，持续狠抓后续的工作落
实。本次培训后，全体学员纷
纷表示要将切身的思想感悟
摆到实践工作中，保持团建拓
展练就的良好心态、健康体
质，并投入到“动能续航”中，
为青年员工树立榜样。压实责
任、加强履职，凝心聚力、奋发
有为，锻造大行工匠精神，将
培训收获的团队意识、拼搏精
神、不畏艰辛的意志品质落实
至日常工作中，切实实现本次
培训的优异效果。

通讯员 蒲志豪

本报烟台12月2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李郁)

12月2日，记者从烟台市市场
监管局获悉，近日，2019年度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优
势企业评审及复验结果公示，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等7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知
识产权示范企业，烟台海研制
药有限公司等14家企业被认
定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烟台示范企业和优势企业累
计量分别达到15家和63家，数
量位居全省首位和第三位。山
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等10家
企业全部通过复验，通过率达
到100%。

近年来，烟台市加快推进
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持续深化
知识产权领域“放管服”改革，
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企工程，
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培育工作力度，贯彻实施企业
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自2013年
开展优势培育工作以来，全市
投入近900万元，先后对200余
家企业开展贯标辅导，其中评
定为市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71家，省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74家，各级先进典型数量位居
全省前列。创新主体知识产权
创造质量和运用效益得到全
面提升，有力推动了全市知识
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

烟台新增7家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总量居全省首位

本报烟台12月2日讯 (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常震 杨帆 )

12月2日，记者从烟台蓬莱国
际机场获悉，12月1日晚上，随着
山东航空一架波音738飞机从烟
台蓬莱国际机场起飞，标志着烟
台机场正式开通烟台经停临沂
至泰国曼谷的正班航线。这条航
线是继11月23日、24日开通了烟
台-曼德勒及烟台-芽庄两条航
线后，烟台机场在第四季度新开

通的第三条国际航线，也是山东
航空在烟台机场开通的第一条
东南亚航线。

据悉，该航线每周1、3、5、7执
行4班，具体时刻为烟台19:20起
飞，20:25抵达临沂，临沂21:55起
飞，01:25抵达曼谷；曼谷02：25起
飞，07:35抵达临沂，临沂09:05起
飞，10:15抵达烟台。

烟台机场不断提高服务保障
能力，率先在省内推出了“六免、

四优、双享”中转优惠政策，中转
服务覆盖包括东航、山航等22家
航空公司。同时为提高烟台市的
国际知名度，搭建烟台对外经贸
旅游往来的空中通道，烟台机场
加快了国际航班的扩张速度，从
10月底开始先后加密了新加坡、
仁川等多条国际航线，到2020年
初烟台机场还将新增韩国清州、
日本东京等国际航班，继续加密
烟台-仁川航线。

山东航空在烟台机场开通首条东南亚航线

市民能从烟台打“飞的”到泰国曼谷

本报烟台12月2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潘丹丹)
12月1日，记者从福山区委

宣传部获悉，近年来，福山区
积极发展养老事业，把敬老、
爱老作为民生事业的重中之
重来抓，投入资金1 . 6亿元，建
设集生活、医疗、娱乐等于一
体的社会福利服务中心。中心
占地85亩，总建筑面积4 . 6万
平方米，一期工程已建成1栋
综合服务楼和4栋养老公寓
楼，建筑面积3 . 8万平方米，设
有床位900余张。

为有效盘活养老资源，充
分激发公办养老机构活力，鼓
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
事业，推动社会化养老服务业
发展，福山区成功探索养老机
构“公建民营”模式，通过公开
招投标方式，由专业养老机构
九如城养老产业集团运营，将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以灵活
经营促进管理人性化，既保障
政府托底功能，又撬动社会资
源，实现政府、企业、群众三方
多赢，推动全区养老服务水平
整体跃升。

福山区探索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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